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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缝里挂“金果”吐“银丝”
深圳特色产业扶贫推动广西百色靖西山乡巨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靖西市位于广西西南中越边境，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级市，全
市共有贫困村153个，建档立卡贫困
人 口 13.7 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22.8%，是广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最
多的县级市。“扶贫扶长远，长远看产
业。”深圳市龙岗区对口扶贫干部，靖
西市委常委、副市长林华兴说，龙岗
区紧扣当地优势和特色做文章，精准
对接优势产业和当地群众，形成产业
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贫困
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3年时间，仅
在靖西市和那坡县就帮助实施村集
体经济项目61个，带动61个贫困村
村集体收入每年增加万元以上。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在靖西市南坡乡逢鸡村，有一片
总面积超过3650亩的水果扶贫产业
示范基地。

靖西市南坡乡党委书记黄正刚
介绍，该基地主要种植脐橙和夏橙，
挂果面积达2300亩，2018年底实现
水果产值1500多万元。“这里属于高
海拔低纬度地区，种出的水果甜度适
中，受到消费者普遍欢迎。”

南坡乡逢鸡村是典型的石漠化
集中连片干旱区。面对恶劣的生产
生活环境，逢鸡村发挥能人党员的先
锋引领和传帮带作用，鼓励“谁种植、
谁管理、谁受益”，以“大户示范、联户
经营、小户铺开”的模式，因地制宜发
展产业。

陆朝彰是逢鸡村的致富能人之
一，他从2010年开始种植水果，目前
累计种植 28 亩，实现年收入 8 万
元。自家发展增收的同时，陆朝彰还
带动其他农户发展水果产业，与种果
大户陆勇牵头成立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组织水果基地建设、产品生产
及销售，社员数量达到208人。

针对石头缝中造地种果容易导
致土壤营养成分缺失、果树容易老化
的情况，深圳市龙岗区派出坂田街道
结对帮扶。“邀请专家对南坡乡石漠

化治理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编制土
壤改造提升计划方案，保证土地改造
后即能使用。”林华兴告诉记者，方案
制定后，投入粤桂扶贫资金40万元，
发动群众实施土地拓展计划，试点
造地约 20 亩。同时投入粤桂扶贫
资金 50 万元，对逢鸡村 3000 亩水
果基地进行果园提级改造，改良后
将有效改变土地微环境，提高水果
产量和品质。

逢鸡村第一书记、靖西市下派扶
贫干部许亮说，截至目前，逢鸡村已
实现人均种植水果2.25亩，全村114
户贫困户特色产业覆盖率达100%，
有60户贫困户242个贫困人口通过
发展产业实现脱贫。逢鸡村还推出

“金杜湾”高山脐橙品牌，希望扩大本
土脐橙影响力，逐年提升全村水果产
业规模和效益。

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

作为靖西市桑蚕产业第一乡，南
坡乡最重要的桑蚕产业示范基地有桑
园 5000 亩，种桑养蚕农户 340 户，
2018年底鲜茧产值约1071万元。

“南坡乡构建‘党支部+龙头企
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机制，充
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黄正刚
说，布龙屯党支部书记黄文学 2007

年率先种桑10亩，当年养蚕4批8张
收入 1 万多元。他不断壮大种桑养
蚕产业，到2018 年底种桑面积扩大
到 50 亩，年收入 5 万多元。致富以
后又带动周边群众发展养蚕种桑
121户1400多亩。

南坡乡还形成由致富带头人牵
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带动农户
抱团发展。全乡12个村街通过协助
广西鑫晟茧丝绸公司开展桑蚕生产
培训、指导、收购，实现村集体增收
21.56万元。2018年全乡2个贫困村
581户2432人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
由2017年的17.49%下降到9.12%。

效益好、成本低，这样的好产业
值得帮扶。深圳市龙岗区先后投入
1532.19 万元帮扶靖西市大蚕房建
设项目，项目点分布在南坡乡书力村
等6个乡镇12个种桑养蚕贫困村14
个点，形成标准蚕房集中养殖示范
区。项目建成后，每个集中大蚕房可
供 2000 亩桑园养蚕，年养蚕 3000
张、产鲜茧12万公斤、产值600万元
以上。实现户均收入1.8万元，人均
收入约 4000 元。参与养蚕的贫困
户当年可基本实现脱贫。

王兰芬是书力村贫困户。2019
年，看到村里人养蚕致富，她先在自家
阳台上养了一张，由于没经验，加上阳
台环境湿热，最终只结茧20斤。第二
批，她租了两间龙岗区援建的专业蚕

房，一间养蚕，一间上蔟结茧，因为蚕
房通风环境好，自己积极和其他养蚕
户交流经验，第二批上蔟情况较好，结
茧数量比第一批多了两倍。

“种果养蚕，真正使南坡乡石头缝
里‘挂金果’‘吐银丝’，实现了山村巨
变。”林华兴告诉记者，截至2019年
初，南坡乡发展桑园面积达3.5万亩，
果园面积达1.9万亩，达到了“人均一
亩桑、户均三亩果”，特色产业年人均
收入3409元。桑蚕和水果等特色产
业覆盖率达84.27%，其中贫困户特色
产业覆盖率达92.33%。2018年，全
乡果园已挂果的柑橘面积1.2万亩96
万株，产量达1920万公斤，涉及种果
农户1978户，其中贫困户819户。

从单向扶贫到互利共赢

本着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深圳
市龙岗区在对口帮扶中，从传统的单
向扶贫往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转变，
努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促进东
西部跨区域协同发展。

针对深圳等大城市对肉类放心
食品需求量大的特点，龙岗区在靖西
市投入700万元帮扶资金，采取“龙
头企业+贫困村集体+基地+市场”一
体化模式，建设1万头母猪生态养殖
基地。所产仔猪由靖西市建设的若
干养殖小区进行饲养，产品统一回
购，以每头最低150元的劳务费支付
给农户。项目预计年出栏商品肉猪
1.2万头以上，惠及贫困群众2600多
人。同时与相关龙头企业进行对接，
推动在靖西建设现代畜牧业加工仓
储基地，按照供深、供港标准进行养
殖、加工、储运，产品专供深圳市场，
惠及靖西、深圳两地。

林华兴说，通过统一技术培训、
统一生产标准和产品销售，吸纳贫困
劳动力参与规模化经营，提高了扶贫
产业组织化、专业化、市场化程度，实
现了贫困群众“单家独户”的生产活
动与社会“大生产”“大市场”的有效
对接。

扶贫开发贵在坚持，

重在精准。深圳市龙岗

区在帮扶广西百色靖西

市脱贫攻坚过程中，在

“精准”上下功夫，在“造

血”上谋长远，以产业化

发展为主导，深挖当地的

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形

成可滚动获利的源头活

水和再生动力，探索出了

一条富有特色的产业扶

贫之路。

乡村振兴之路如何稳步推进？
山东省济宁市市委书记傅明先说：

“选准农村基层‘领头雁’，配强班
子，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干事兴业、勇
于担当的战斗堡垒，是济宁推动实
施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

在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湖
腹地的渭河村，村民一直靠打鱼
捞虾为生。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
下，微山县高楼乡党委选拔年富
力强、德才兼备的孙茂东担任渭
河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孙茂
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党建+脱
贫”。他把村里的水上营运户和
湖水养殖户联合起来成立航运公
司，将贫困户按不同条件纳入公
司。随后选聘了专业经理人管
理，公司很快走上正轨，年营业收
入达到 3500 多万元，加入公司的
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村集体也
增加了收入。

渭河村具有独特的原生态湿
地景观、淳朴的渔家文化、传统的
渔猎生活等旅游资源，孙茂东就带
着村党支部成员发展水上旅游
业。渭河村以村集体名义注册了

“微山湖渔家水街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投资 120 万元建设了多层级
旅游度假船。如今，渭河村已是集
餐饮、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
游景点，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
范点”“山东省旅游特色村”。一个
贫穷落后的湖中渔村，如今水波荡
漾、人兴业旺。

济宁邹城市石墙镇前沃村则上
演了一部“科技兴农”的好戏。62
岁的村民王广栋靠以前在部队农场

学到的种植技术，成为村里的种植
能手。他种植的“黄瓤地瓜”亩产可
达6200斤，不但味道美，而且表皮
光滑，品相好，很受市场欢迎；他在
核桃树树苗长到30厘米高时，适时
嫁接，核桃挂果后皮薄且产量高。
由于种植技术过硬，村民们纷纷向
王广栋请教种植经验。在王广栋的
带动下，前沃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地
瓜大王村”“薄皮核桃村”，村民收入
连年增加。

王广栋曾经想弃农经商进城
做生意，经过村党支部、村委会的

“三顾茅庐”邀请，王广栋决定回村
干“土专家”，当村里的“农业参
谋”。如今，村里的田间管理、果木
修剪、浇水治虫，王广栋都管。写
有“土专家”的农田管理示范责任
牌插到了田间地头。

济宁市支持乡村党支部发挥好
实干家和“伯乐”的作用，招引、聘用
乡村振兴人才，让外来专家、技术人
员和本地“土专家”一起，建立起市、
县、乡三级“乡村振兴人才储备库”，
向智慧“三农”目标迈进。

在外地就业的鱼台县李格镇
青年李小刚也回乡创业，依托鱼台
鱼米之乡的优势，投资建成山东鹤
来香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的生产、加工、销售、管理等运营过
程全部采用“互联网+”模式。他还
招收县域内的贫困残疾人就业，帮
助他们增加收入。“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不能让残疾人群体掉队。”李
小刚说。如今，在这里打工的 30
多名贫困残疾人，已全部摘掉了贫
困帽子。

以工促农带增收

在太子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高科技智能温室里，贫困户浇灌花卉。

近年来，山西曲沃县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农民受益的原则，以工业
模式经营农业，实施产业扶贫。其中，晋南集团立恒钢铁公司投资2亿元，
流转土地3500亩对太子滩盐碱地进行连片治理，建设晋之源太子滩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展香菇种植、花卉培
育等项目，带动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山东济宁

“头雁”高飞 民富村兴
本报记者 姚 进

今年6月至7月，贵州广电传媒
集团家有购物频道推出原产地直播
节目《大国好物》，通过在贵州、云南
开展的直播活动，助推“黔货出山”和

“云品出滇”，开创了企业助农新
模式。

家有购物集团总裁王金燕说：
“《大国好物》是由家有购物集团牵头，
全国多家电视购物频道联袂打造的新
型电视购物直播节目。”

节目筹备组通过调动电视媒体、
社会企业、网络平台等多方资源，共
建直播团队，直入农业生产原产地，
发掘农家好物，助力农产品上行。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涵养

了品质优良的各色特产，地貌复杂的
云南也在交叠共生的雪峰、雨林中孕
育出了天然禀赋的自然珍馐。

“‘种出来，如何卖’是阻碍当地
农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我们希望通
过走进原产地的直播购物活动，将新
型传播模式引入当地，帮助优质的农
产品走出大山。”王金燕说。

据了解，家有购物已携手各地电
视购物平台共同建立“中国道地物产
原产地电视直播联合体”，联手打造
首个全国性原产地电视购物直播
IP，成员单位包括长沙嘉丽购、云南
买乐、四川星空购物等。

同时，家有购物电商渠道都参与

其中——在惠家有 APP 建立“大国
好物”专属界面，在OTT、淘宝LIVE
拉通直播信号，在淘宝村播进行原产
地UGC直播……

在贵州直播活动时，10分钟，贵
州宾洋妹油辣椒售出 1 万斤；20 分
钟，贵州兴仁薏仁米售出 1.2 万袋
……《大国好物》的新传播方式对增
强区域优质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意义
重大。

家有购物集团对《大国好物》产
品有明确要求：一是具备地方特色和
地理标识，能够打造出响亮的原产地
品牌。二是能够承载扶贫的意义。
王金燕说，具备地方特色的产品很

多，但相较于本身销量很好的品牌，
家有购物更倾向于选择亟待推广的
特色产品。三是具有可持续销售
性。有的特色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
生产能力较弱，家有购物集团可以帮
助他们扩大产品知名度，拓展市场空
间。

目前，《大国好物》销售主要以特
色农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为主，未来
将逐步纳入非遗类、大国工匠类等产
品。

《大国好物》秉承开放的思想，牵
手其他平台联合销售。直播期间，家
有购物整合内部渠道资源，与多家电
视购物平台联手，并将互联网电视、
移动终端以及淘宝直播、社交电商、
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纳入，跨业
打造原产地直播联合体。集合各个
平台的特定优势形成资源互补，通过
海陆空式全方位的信息输送，带来了
传播的倍增效应。

下一步，家有购物将运用组织化
服务和品牌化营销，与原产地农民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升产品资源
利用的精准度、有效性。

贵州广电传媒集团开创助农新模式

优质农产品走出了大山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立恒钢铁公司对太子滩万亩盐碱地实施综合治理改造，开发建设光伏
香菇产业扶贫项目。

村民运送刚采摘下来的菌菇。

广西靖西市南坡乡石旮旯坡上，漫山果树郁郁葱葱，挂满翠绿橙果。 李小芳摄（中经视觉）

靖西市
南坡乡书力
村农户王兰
芬正在打理
自家上蔟结
茧的成品。

李小芳摄
（中经视觉）


